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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住棚節？
利23：34 「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，
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。39 「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，
就從七月十五日起，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。第一日為聖安
息；第八日也為聖安息。40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
棕樹上的枝子，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柳枝，在耶和華─
你們的　神面前歡樂七日。42。。。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
的定例。42 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；。。。43 好叫你們世世
代代知道，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
裡。我是耶和華─你們的　神。」



住棚節必須做三件重要的事：

1. 要住在棚內 

2. 要拿四樣物品在神面前 

3. 要歡樂。 

參加10/18-20住棚節敬拜讚美節慶！



住棚節的意義
1.慶祝秋天的收成：也稱「收藏節」，葡萄、
橄欖收成，新酒和新油盈溢，向神獻上感恩，且
祈求新年的豐產。 

2.紀念在曠野，神信實的供應及引導。 
3.歡樂、讚美、歌頌、舞蹈的節期(利
23:40)：所有節期，唯獨住棚節，神直接命令
要在其中歡樂，而且是歡樂七天。



4.神渴望與他的百姓同住
出25:8 又當為我造聖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們
中間。 
出40:33 。。。這樣，摩西就完了工。34 當
時，雲彩遮蓋會幕，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
帳幕。 
▪ 當神的百姓出埃及後，住在棚子裏，神也告訴他們要為祂建造
聖所，當會幕完工，神的榮耀充滿了帳幕，住在他們中間。 

▪ 所以，住棚節重要的意義是歡慶神的榮耀與他的百姓同住
（就是：神的帳幕在人間）！



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⋯⋯

1.祝福：詩128：5 願耶和華從錫安（神的居所）
賜福給你。 

2.啟示：賽2：3 ⋯訓誨（神的教導）必出於錫安
（神的居所）⋯ 
3.權柄：詩110：2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
的杖來；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。 

4.保護：賽14：32 耶和華建立了錫安；祂百姓中
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。



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⋯⋯

5.醫治饒恕/救恩：賽33：24（錫安）城內居民必
不說：我病了；其中居住的百姓，罪孽都赦免
了。 

6.供應：詩132：15-16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，
使其中的窮人飽足。 
7.喜樂：耶31：12-13 他們要來到錫安的高處歌
唱⋯⋯處女必歡樂跳舞；年少的、年老的，也
必一同歡樂；因為我要使他們的悲哀變為歡
喜。



威爾斯大覆興(Welsh revival)

聖靈以極大的能力橫掃在英國，成千上萬人得
救，犯罪和醉酒消失了。在如此的興奮中，偶然
聽到兩個小孩在談論他們村莊所發生的改變。一
個小孩說，「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！」 
另個孩子回答說，「你還不明白嗎？耶穌現在住
在這裏了！」那就是復興！ 

復興：神的同在以非常真實、可感受到的方式來
到，與祂的百姓同住。



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有⋯⋯

祝福、啟示、權柄、保護、 

醫治、救恩、供應及喜樂！ 

!
一位猶太拉比如此說： 

「如果羅馬人了解人類從聖殿所領受的祝
福，就永遠不會毀滅聖殿了！」



教會不知如何留住神的同在！

• 不幸的是，教會復興的歷史都維持平均不到五年。神的同在來
臨⋯⋯但很快就離開了！教會不了解是什麼原因帶來祂的同
在，以及祂同在離開的原因！ 

• 初代教會明白復興！當聖靈在五旬節降臨時，神的生命居住在
教會中，初代教會便滿有生命！教會經歷了超過三百年的復
興！他們了解如何活在神的同在中！ 

• 與神同在的相關知識乃是從教會的猶太根源而來！聖經中的猶
太教是個有神同在的宗教！它總是提到在地上迎接神的同在。
首先在摩西的會幕中，接著是大衛的會幕，最後是在兩個聖殿
中。實在沒有人比古代的猶太人更了解神的同在！ 

• 但現今的許多基督徒不了解神的同在，那就是為何我們不容易
進入，或持續的活在覆興中！ 



聖潔對神非常重要！

申23：14「因為耶和華——你的神常在你營
中行走，要救護你，將仇敵交給你，所以你
的營理當聖潔，免得神見你那裏有汙穢，就
離開你。」 

▪ 沒有行在聖潔中，導致神的同在離開！



問題：聖潔是什麼？

1. 避開世上的活動（不抽煙、喝酒⋯） 

2. 和這個世界不一樣（如：AMISH） 

3. 避免犯罪的事、邪惡的思想。 

4. 做好事、過個公義有道德的生活 

答案？



New Work



聖潔的意思：

▪ 從平凡中分別出來 or 
▪ 高於標準 or 
▪ 特別的。 
!

▪ 聖潔的相反：不是有罪的、邪惡的，而是普通
的。所以，聖潔無關乎『好事或道德』。



不要將特別的，以普通的方式來對待！

創2：3 神賜福給第七日，定為「聖日」 
▪ 神第一次稱為聖。不表示1st∼6th Days是屬世的、有罪的日子！
神看它們是好的，但不是聖的，是普通的日子。神將第七日分別
出來，並說「這一天是特別的」。 

!
利10：10 使你們可以將聖的、俗的，潔淨的、
不潔淨的，分別出來； 
▪ 神警告亞倫在會幕中服事要「分別聖的和俗的」。意思是：「不
要將特別的，以普通的方式來對待。」若亞倫將衣物在洗濯盆中
清洗，且掛在約櫃曬乾，那麼他就觸犯會幕的聖潔條例！



聖潔的，就要尊榮它是特別的！

1.如果某事物是「聖潔的」，表示它被指定
用於特別的目的，且享有特別的處理。表
示你要以尊榮的方式來對待。  

▪ 例子：用櫥櫃裡的精美瓷碗，你放在地上
裝狗食餵狗。



聖潔對神非常重要！

申23：14「因為耶和華——你的神常在你營中行
走，要救護你，將仇敵交給你，所以你的營理當聖
潔，免得神見你那裏有汙穢，就離開你。」 

1.沒有行在聖潔中，導致神的同在離開！ 

2.當我們尊榮何為聖時，就是行在聖潔中，祂就住
在我們中間！有神同在之處就帶來：祝福、啟
示、權柄、保護、醫治、救恩、供應及喜樂！聖
潔是行在神同在和過超自然生活的關鍵！



神指示為聖的，神就將它們與盟約連結

▪ 聖潔對神很重要：神指示為聖的，神就將
它們與盟約的原則連結。 

▪ 若我們尊榮神稱為聖的，不以普通的方式
來對待，我們就連結於這些盟約的祝福，
得以進入超自然的生活領域中！



一些聖經稱為聖的例子

神：神的話、神的名 

金錢：十一奉獻 

時間：安息日、節期 

地點：敬拜之處 

人：基督徒、使徒、先知、屬靈領袖、父
母、配偶、以色列人、你



聖潔指的就是尊榮：
• 大多數的基督徒不明白聖潔是什麼！聖潔不是我們
所思想的一部份、許多基督徒擁有獨立自主的個
性，他們不想尊榮任何事！（人看重：運動團隊，
樂團，作家、明星，個人嗜好、好的品牌。。 ） 

▪ 在現今的許多教會中，我們不看重神的聖日（安息
日）和神指定的時刻（節期）、不尊榮父母，批評
與取笑屬靈的領袖，但卻質疑為何神的同在這麼快
就離開我們！ 

▪ 如果我們要住在神的同在中，聖潔絕對是必要的。



聖潔的金錢

利27：30 ⋯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，是歸給耶
和華為聖的. 

瑪3：10-11⋯⋯（我就）為你們敞開天上的
窗戶，傾福與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 

▪ 你不會因不十一而失去救恩，但你尊榮十一奉獻
為聖，這會領你進入盟約的祝福，敞開超自然供
應的門。



聖潔的子民：

1. 使徒和先知是聖的（弗3：？） 

2. 猶太人是（神）聖潔的（國度） 

3. 主裏的弟兄姊妹是聖潔的 

4. 你丈夫、妻子、父母和孩子對你是聖潔
的。 

5. 你自己 

（作業：經文出自？）



聖潔指的就是尊榮：

▪ 尊榮父母：因為他們是神揀選的器皿，將你帶到這個世
界。 

▪ 尊榮配偶：因為他是你盟約的伴侶，當常常稱讚對方尊榮
婚姻。 

▪ 尊榮那些裝備你的屬靈領袖。 
▪ 對待你自己的身體，如同神同在的聖殿； 
▪ 視其他的基督徒為特別的，因為他們認識耶穌！ 
▪ 尊榮猶太人為神的選民。 
聖經教導我們如何以合宜的方式來尊榮這些人，也應許若我
們尊榮這些神稱為聖的人，我們就得神的祝福！



聖潔和公義的混淆！

1. 公義是指清潔的，表示你的生命已經除去罪的
汙染！ 

2. 保羅寫信給哥林多人糾正他們許多問題。哥林
多教會的問題包括不道德、醉酒（在主餐
中！）、分派系等等。然而在提到他們的罪
時，保羅首要的事便是提醒哥林多人他們是聖
潔的（2Cor1：2） 

3. 公義是指被清潔的、聖潔是指特別的！ 
4. 你是聖潔的！神希望你行在聖潔中！



你是聖潔的！

▪ 你要行於聖潔中，始於你首先明白是神使你成為
聖，因為神住在你裡面，祂是真實聖潔的源頭！ 

▪ 你不是普通人、你是聖徒、有神的靈內住、你有神
的性情、有復活的大能、是有命定的。 

▪ 例子：精美瓷器無論是否乾淨，都是特別的，髒
了，會細心清洗回復它的美麗。但每天一般用的餐
具，雖天天清洗，仍是普通的。 

▪ 你是神精美的傑作，即使你沒有做討神喜悅的事，
你對神而言仍是聖潔的、特別的。



聖潔的時間：神指定你1/7的時間是聖的

創2：3 神賜福給第七日，定為聖日。 

出20：8 當紀念安息日，守為聖日。 

賽58：13-14 ⋯你若稱安息日為可喜樂的⋯⋯而且尊
敬這日⋯⋯你就以耶和華為樂。耶和華要使你乘駕地
的高處，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你。 

▪ 你不會因不遵守安息日而失去救恩/不能上天堂，事
實上，你若一週工作七天，你會更快上天堂。但神
應許，尊榮安息日使你連接於盟約的祝福的原則。



聖潔的時間：神指定你1/7的時間是聖的

創2：3 神賜福給第七日，定為聖日。因為在這日
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，就安息了。 
• 07673:Rest，土地第七年休息, 字根2323，相當於2319，
2318，新的，使再次成為新的，自己更新，Ps103:5如鷹
返老還童 

創 6:8 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。 
▪ 挪亞5146原文之意為：安息Rest, 字根5117：安靜，躺
下，不插手干預。 

▪ 原文直譯版：唯有“安息”在耶和華眼前蒙恩！



聖潔的時間：神指定你1/7的時間是聖的

▪ 在新約中，耶穌和耶穌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贖之工
是我們的安息之處，是我們的神跡時刻！ 

▪ 一切的教導的本質是：幫助我們親近耶穌，連接上
真葡萄樹耶穌，專注於這個生命的源頭，我們才有
信心和能力看見耶穌所看見的，以及神跡時刻已經
發生！ 

▪ 給自己與神相交的時間，給自己與內心深處的自己
相處時間；知道自己是誰？知道真正需要的是什
麼？



聖潔的時間：神指定你1/7的時間是聖的

▪ 唯有你先在祂裏面安息（與神對齊）領受，
你便開始啟動萬事互相效力，釋放恩惠！ 

▪ 在每個新的一天禱告：奉主耶穌的名祝福你
在基督裏得安息，在安息中領受天父的愛，
在安息中領受力量和恩惠，在安息中知道自
己是誰，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麼，知道萬事
都正在為你互相效力！阿們！



• 腓 3:21!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⾃⼰的⼤
能，將我們這卑賤的⾝體改變形狀，和他
⾃⼰榮耀的⾝體相似。



4.神渴望與他的百姓同住
出25:8 又當為我造聖所，使我可以住在
他們中間。出40:33 。。。這樣，摩西
就完了工。34 當時，雲彩遮蓋會幕，耶
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。 

▪住棚節最重要的意義是歡慶神的榮耀降
下與他的百姓同住，更是從你腹中（神
生命源頭）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約7：38！



APPENDIX


